
长沙龙王港大桥东扩工程完工
9月18日， 长沙西二环龙王港大桥东扩工程完成最后的桥面沥青摊铺和地面标线。

该工程将龙王港大桥东扩18米， 达到宽度为54米， 满足机动车辆双向10车道通行需求。
新桥竣工通行后， 将改善西二环梅溪湖片区交通状况。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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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9月18日，在2017湖南旅博会开幕前夕，
首届武陵山旅游发展高峰论坛在吉首举行。
产、学、研、政各界精英共聚一堂，为湘西乃至
武陵山片区全域旅游发展和旅游扶贫建言献
策，探索武陵山生态文化旅游区跨省合作、协
同发展的新路子。

探索武陵山片区旅游联合发展路径

武陵山片区包括湖南、湖北、重庆、贵州
4省交界地区的71个县市区，旅游资源丰富，
旅游业是重点培育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大湘
西地区旅游业占据整个武陵山片区的半壁江
山。

湖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陈献春说，
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和推进旅游扶贫背景
下，全域旅游被寄予厚望。在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精准扶贫的首创地， 探讨当前武陵山片区
全域旅游与精准扶贫面临的新情况和发展对
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论坛现场，吉首大学发布的《武陵山片
区旅游扶贫发展报告》显示，武陵山片区旅游
业发展迅速， 旅游人次从2011年的1.2亿人
次，增加到2016年的3.5亿人次；旅游总收入
从2011年的665亿元， 增长到2016年的2450
亿元，年均增长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旅
游业的快速发展， 带动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和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

与会专家表示，得到国家层面支持，武陵

山片区的各相关省市、 县区应进一步打破行
政区划限制，错位发展、抱团取暖，联手打造
精品旅游线路和特色旅游项目， 打响武陵山
旅游品牌， 把武陵山片区建设成为国内外知
名的旅游目的地。

推动湘西旅游业转型升级

“自治州民族风情浓郁、自然资源丰富，
发展旅游业是湘西发展最大的门路。”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叶红专说，近年来，
全州全力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 成为全国旅
游高增长地区，生态文化旅游业井喷发展，旅
游接待人次、 收入等指标均保持20%以上增
速，旅游业已经成为富民强州的主导产业。

“未来湘西第一景，应该是矮寨大桥，全
世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景观。 ” 中国国际
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
副主任郑新立表示， 湘西旅游发展要与航空
运输业结合起来，大胆尝试景点建直升机场，
这样从矮寨大桥到凤凰古城可以坐直升机，
也可以满足游客从空间看湘西的需求。

湘西发展全域旅游条件得天独厚， 但一
流的旅游资源没有形成一流的旅游产品，这
是目前湘西旅游产业发展的最大问题。 湖南
省人民政府经济顾问、 远景经济发展研究院
院长北冰表示，以凤凰为龙头、吉首为集散中
心，高品位打造以凤凰古城、老司城、里耶古
城、 矮寨大桥4大旅游黄金板块为主的世界
级精品旅游景区， 加快土家族苗族两条生态
文化村镇游精品线开发， 通过交通基础设施

的改善，把景点串联起来，使全州成为一个田
园式大景区。

推介全域旅游与精准扶贫结合的
“湘西样本”

2016年， 湖南省政府表彰的100个脱贫
攻坚示范村中， 有32个是旅游扶贫重点村。
湖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高扬先介绍，
在建设以“锦绣潇湘”为品牌的全域旅游基地
战略引领下，重点打造张吉怀精品旅游带、张
崀桂旅游经济走廊， 把湖南武陵山片区旅游
资源聚集的地方， 打造成国内外游客向往的
目的地；同时，把发展全域旅游与旅游扶贫结
合起来， 开展全域旅游示范县和旅游扶贫示
范县“双创”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扶贫路径怎么实现？一定要提倡乡贤引
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 吉首大学副校长
李定珍说， 怀化雪峰山旅游功能区在社会资
本主导下， 创新旅游扶贫机制，3年来创建2
个国家3A景区，被学界总结为“旅游扶贫的
雪峰山模式”。

湘西已经发展出景区连村建设型、 产业
融合带动型、 公司带村型、 能人影响型等旅
游发展模式， 把绿色发展与精准扶贫结合，
探索出具有湘西特色的绿色产业体系。 中国
城镇化促进会副主席、 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
王彤说， 在全域旅游背景下， 贫困人口可以
从事文化旅游、 民间工艺加工等低碳绿色产
业， 形成农、 茶、 文旅等特色文化旅游， 提
高收入。

陈昊

与凤凰古城核心区的喧闹相比， 沱江
下游的“凤凰记忆”景区显得静谧悠然。在河
岸边的游步道上闲庭缓步， 各式清雅古朴
的水榭亭廊一一映入眼帘———傅公亭、郑
公亭、朝凤楼、凤鸣楼、凤翔楼、凤栖楼、抚苗
楼、码头、水车、油坊、碾坊，一个个景点让人
流连忘返。 一步一停跨过跳岩，水中一座月
桥成了休憩的绝佳地点。 一阵悠远的歌声
由远而近在水面飘荡， 只见一艘载着游客
的小船从前方云桥的桥洞里翩然而出，那
歌声就是艄公行船的情歌号子。

9月11日，记者走进凤凰,这座古城全域
旅游的美丽画卷扑入眼帘。

“每一处景点都精心设置，都有着它的
故事和由来， 这里保存了我们凤凰的文化
记忆。 让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山水风光融
为一体，讲一个关于凤凰的好故事。”凤凰县
铭城建投公司总经理张顺心说。

“凤凰记忆”扩展了凤凰古城景区的面
积和内涵， 是该县大力推进全域旅游的一
大亮点。 2016年，凤凰县全年接待游客138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16亿元，文化旅游产
业保持着快速增长的良好态势。

“今年国庆， 城北游客服务中心将试
运行， 可以大大缓解古城游的压力。 游客
从高速公路出收费站经过专用公路可直达
这里， 然后乘坐接驳车有序前往古城。” 凤
凰县政协副主席周良勇介绍说。 城北游客
服务中心总建筑面积达到了13.7万平方米，
是集旅游服务中心、 生态停车场、 接驳车
站、 民俗产品展示、 休闲娱乐和商业门面

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 是目前我省体量
最大的游客服务中心。

城北生态停车场的建设也在加紧进行，
其三隧一桥、209国道绕城线旅游综合停车
场，已经建设完成，占地总面积达42万平方
米，新建停车位9000个；半坡停车场占地总
面积25万平方米，新建停车位6000个。 县城
投办副主任谢景良向记者介绍：“城北、 东、
西3个游客服务中心， 加上新建和原有的停
车场， 全城提供给游客的停车位估计能有3
万个左右，有效改善了古城及中心城区游客
停车和交通环境，缓解景区停车位不足的问
题，提高了景区的服务水平和质量。 ”

车子跑得更快了，游客可以走的地方也
更多了。一条长达79公里的慢行系统已经开
工建设，从城北游客服务中心出发，游客可
以选择乘坐接驳车前往古城，也可以选择开
车前往其他停车场，更可以选择走上这条绝
美的观光绿道。 绿道分为苗山圣寨段、山水
运动段、水韵田园段和古城临空段，沿途设
置了31处驿站或休息点，均处在风光秀美的
各个乡村游景点附近，游客或步行、或骑自
行车、或坐电瓶车，怡然自得地享受山水田
园之乐。

古城之外，规划面积近62平方公里的凤
凰文化旅游经济开发区建设也如火如荼，被
定义为以高端旅游度假为主的汽车营地、康
养基地等一批高端旅游项目正一一规划建
设。 凤凰县正全力推进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创建，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在经历
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化。

在全域旅游理念的引领下，凤凰正振翅
高飞。

� � � �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彭雅惠）今
天， 省统计局发布数据，8月份我省规模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环比加快0.9个百
分点。

数据显示，全省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的生产供应业、采矿业三大门类规模工业生
产形势趋好。 其中，前两者8月增加值分别同比
增长6.6%、17.9%， 增速较上月依次加快0.2个、
7.2个百分点； 采矿业增加值仍处于下降空间，

但降幅环比收窄3.5个百分点。
从规模工业大类行业看，我省39个行业中

有30个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 其中，汽车制
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
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对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
的贡献率合计达58.6%， 拉动全省规模工业增
长约3.7个百分点。三者中尤以汽车制造业贡献
最为突出，8月增加值同比增长46.8%， 拉动全
省规模工业增长达1.7个百分点。

从各经济类型看， 我省规模工业国有企
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股份合作制企业8月增加值同比增长，而其他
内资企业、集体企业增加值则同比下降。

增“速”同时提“质”，全省规模工业结构
持续优化。8月，高加工度工业、高技术产业增
加值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分别快3.1个、7.9个
百分点，占规模工业比重也均有提高。

� � � �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
讯员 陈慧）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今天通
报的8月全省金融运行情况显示： 至8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
31012.6亿元， 同比增长16%， 增速比去年
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 比上月提高1个百分
点。 今年前8个月全省新增贷款3480.3亿元，
同比多增964亿元。

其中， 短期贷款增速已连续7个月回升，
反映出企业生产经营活力改善。 至8月末，
全省短期贷款余额6996.5亿元， 同比增长
6.1%， 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4.6个百分点，
比上月提高1.7个百分点。

中长期贷款同比大幅增长。 至8月末， 全
省中长期贷款余额23202.3亿元， 同比增长
24%， 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7.6个百分点， 比

上月提高1.1个百分点。 据了解，
从近两年的趋势看， 随着投资在
我省经济“三驾马车” 中的走强，
中长期贷款与全部贷款增速差呈

持续扩大之势。 8月末的中长期贷款增速高出
全部贷款增速8个百分点， 增速差比上年末、
去年同期分别扩大3.8个百分点、 5.7个百分点。

另外， 随着监管从严、 风险上升等行业
变化， 全省票据融资同比明显少增。 前8个
月全省票据融资净下
降566.8亿元， 同比少
增1030.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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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武陵山旅游发展
高峰论坛在吉首举行

武陵山片区旅游产业将“抱团”发展

8月我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
30个行业生产增长， 汽车制造业贡献突出

全省贷款增速持续回升
今年以来， 短期贷款增速已连续7个月回升， 中长期贷款同比大幅增长

� � �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刘毅 胡湘江）广铁集
团今日发布， 今年国庆黄金周铁路
运输期为9月28日至10月8日。 广铁
集团预计届时将发送旅客1630万人
次，同比增长8.3%。 届时，将增开途
经湖南地区的高铁动车21趟。

广铁集团介绍，由于今年中秋节
与国庆黄金周假期重合，整个国庆黄
金周假期的铁路旅客将比往年增多。

预计10月1日当天发送旅客190万人
次，有望创下该集团单日发送旅客人
数新高。 目前，9月30日至10月2日期
间，湖南往北京、天津、郑州方向高
铁、普铁列车票已基本售罄。

国庆黄金周铁路运输期间， 广铁
集团将加开途经湖南地区的高铁动车
21趟，主要增开广州、深圳往返长沙、
邵阳、新晃、怀化、永州方向；加开途经
湖南地区的普速列车64趟， 主要增开

途经吉首、张家界、岳阳、长沙、郴州、
耒阳、永州、邵阳、怀化方向。

届时， 部分列车开行时刻将有
所 调 整 ： 怀 化 往 返 上 海 南
K534/K533次恢复开行； 长沙往返
井冈山K2367/K2369次每日开行。

铁路部门建议旅客合理安排出
行计划，选择多种交通方式出行。 加
开列车的具体车次， 以当地车站公
告为准。

10月1日前后往京津方向车票基本售罄
国庆假期增开途经湖南高铁21趟


